
这里列出了您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您已经报过税, 并将直接存款用于纳税申报表，那么您已完成!  
您的银行账户应该已经收到了补助。 如果您已完成报税，但报税时没有上报银行信息，您应收到一张邮
寄的纸质支票或预付借记卡。 您可以访问 IRS.gov/coronavirus/get-my-payment. 追踪您的补助状态。 
网站会让您点击“okay（确定）”，确认您是授权用户。

如果您还没有报税，请勿遗漏。 如果您 2018 年或 2019 年的报税方式为在线报税，那么您则进入了能较
快获得支票的队列中。 纸质纳税申报表不会立即得到处理，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在线提交。 
 
如果您工作，但收入太少而不报税，那么如果您报税，您则仍有资格获得更
多资金。 许多人有资格享受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ITC）或其他优惠。 访问
eitcoutreach.org/tax-credits/earned-income-tax-credit/eligibility/, 在线查看您是否能享受低收入家庭福
利优惠（EITC）。  
 
即使您没有任何收入，您仍有资格获得刺激政策支票。 您可以在网址 irs.gov/coronavirus/non-filers-
enter-payment-info-here 访问美国国税局非申报者网站，在上面输入您的补助信息。

如果您没有银行账户，等待收到邮寄的支票可能需要长达 5 个月的时间。 您在报税或使用美国国税局
的非申报者网站时输入直接存款银行账号，有助于加速处理进程。 查看下一页，获取更多信息以了解如
何获得安全、负担得起的 Bank On 账户。

如果自 2018 年或 2019  年报税以后您已搬家，并且美国国税局没有登记您的银行账户，那么请向美国
邮政更新您的地址。 前往邮局并在地址表格上填写变更信息。 访问网址 USA.gov/post-office，也可以在
线获得此表格。

如果您享受社会保障、退伍军人福利、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或铁路工人退休福利，您不需要提交纳税申
报表以获得刺激政策补助。  您应该以通常获得福利的途径接收该补助。 如果您有未满 17 岁的孩子，但
在 5 月 5 日前没有将他们的信息输入美国国税局的非申报者网站，您则需要在提交 2020 年纳税申报
表时领取 500 美元的赡养补助。  

大部分伊利诺斯州人拥有从联邦政府获得经济影响补助的资格。 本情况说明书为您提供尽快获得刺激政策补助所需
要了解的信息。

访问 GetMyPaymentIL.org 看看您是否有获得补助的资格。

2020 年新冠病毒经济刺激政策补助

获取您的刺激政策支票



关于您的刺激政策支票，您有疑问吗？
我们可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请拨打电话 888.553.9777 致电我们（英语和西班牙语可用），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help@getmypaymentil.org。

需要报税帮助吗? 
如果您年收入少于 69,000 美元，您则有资格使用在线软件通过美国国税局 Free File 程序来免费报税： 
IRS.gov/freefile。

即使您不需要提交纳税申报表，您也可以拿回资金。 一些不需要提交纳税申报表的人可以申报，通过低
收入家庭福利优惠或其他优惠来获得额外的资金。  
 
通过 Ladder Up 报税时，您可以获取帮助。 访问网址 GetMyPaymentIL.org/Tax-Help 或拨打电话 
312.409.1555 致电 Ladder Up，了解更多信息。

使用银行账户更快速地获取补助。 
银行或信用社账户可以让您在自己家里安全、迅速、方便地接收补助（如福利补助）、其它重要资金（如刺
激政策支票），甚至薪水支票。

您可以通过 Bank On Chicago（国家倡议的一部分）获得安全且负担得起的银行账户。 您可亲自在美国
银行、美国大通银行、花旗银行、美国合众银行、美国富国银行的各个网点开立 Bank On 账户。

您将需要携带：

• 州立身份证或驾驶执照（或者对于某些账户而言， 为领事馆卡）

• 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或者对于某些账户而言， 则为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 在一些网点：使用预付借记卡或信用卡获取或获得各种补助。 
一些银行要求使用预付借记卡或信用卡完成第一次存款。 其他银行允许以刺激政策补助开启账户。

如果您没有州立身份证、护照或领事馆卡，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ebitcard@goladderup.org 
或拨打电话 888.553.9777 与 Ladder Up 联系，讨论其他选项。

访问网址 GetMyPaymentIL.org/Banking-Help，了解更多详情。

谨防新冠病毒和税务诈骗。 
美国国税局、社会保障署或美国财政部不会打电话或发邮件，提供拨款或经济影响补助，以换取个人
信息、预交费或礼品卡。 美国国税局在没有申诉的情况下绝不会引入法律强制执行。 请勿打开让您觉
得意外且承诺提供有关刺激政策支票或经济影响补助特殊信息的电子邮件。 请访问  
IRS.gov/newsroom/tax-scams-consumer-alerts，了解更多关于常有骗术的信息。



常见问题

• 我有资格获得刺激政策支票吗? 绝大部分伊利诺伊州人都有资格获得刺激政策支票。 为了获得全额
补助，对于单身个人报税人，您的收入必须低于 75,000 美元 ； 作为户主的报税人，您的收入必须低
于 112,500 美元 ，对于已婚联合报税人，收入必须低于 150,000 美元。 如果您受其他某人赡养，您则
没有资格。 
 
很遗憾，如果纳税申报表上有人没有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则该家庭中所有人都没有资格。 访
问伊利诺伊州移民和难民权力联合会新冠病毒资源主页，获取更多帮助： ICIRR.org/immigrant-
community-resources。 

• 我将会得到多少资金?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刺激政策补助，您将获得高达 1,200 美元的补助（已婚夫妇 
2,400 美元）。 您将另外获得对每位未满 17 岁有资格的受抚养人给予的 500 美元。 

• 我何时能拿到补助? 政府将尽快地获取补助。 在美国国税局已经有银行账户信息存档的人将会最快
速地获得补助。 邮寄纸质支票到达受益人将花费长达 5 个月的时间。  
 
有些人将获得政府发放的预付借记卡。 请勿将这张预付借记卡扔掉！ 请访问网址 consumerfinance.
gov/about-us/blog/economic-impact-payment-prepaid-card，了解更多关于如何激活卡片的信息。   
您也可以访问网址 IRS.gov/coronavirus/get-my-payment，了解您的补助发放的状态。 网站会让您
点击“okay（确定）”，确认您是授权用户。 您可能需要每 24 小时查看一次。

• 我将如何获得补助? 美国国税局将使用您的 2019 年或 2018 年纳税申报表上的信息来计算您的补
助金额。 补助将直接存入您纳税申报表使用的银行账户。 美国国税局将向报税时未提供银行账号的
纳税人邮寄纸质支票或预付借记卡。

• 如果我的补助被发放到错误的银行账户，会怎么样? 如果账户关闭，银行将拒收补助。 美国国税局会
将纸质支票邮寄至其存档的最新地址。

• 如果我没有任何收入，会怎么样? 您仍然有资格获得补助。 但是，如果您在过去的两年中没有报过
税，您则需要在美国国税局非申报者网站 IRS.gov/coronavirus/non-filers-enter-payment-info-here 
注册。

• 如果我支付子女抚养费，会怎么样? 我将获得补助吗? 您仍然可以获得补助，尽管如此，子女抚养费
欠款将从您的补助中扣除。

• 这会影响我的公共福利吗，比如食品券或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不会。因为与任何退税一样，这些补助
将不会不利于您获取公共福利的资格。 该补助也不会影响您的福利金额。

• 如果我曾被监禁或正在被监禁，会怎么样? 正在接受监禁的个人没有资格获得刺激政策支票。 但是，
如果您以前被监禁过，您仍有资格获得补助。 如果您在 2018 年或 2019 年报了税，您有社会安全号
码，并且您的收入低于标准，您则将获得补助。

• 大学生有资格吗? 如果您是 24 岁以下的全日制大学学生，并得到父母的广泛支持，您很可能会被视为
被抚养人。  这些学生将不会收到支票。 提供全额一半以上财务支持的全日制学生有资格。 如果您在 
2020 年成为独立人士，则可以在提交 2020 年纳税申报表时领取补助。

• 如果我的刺激政策补助太低怎么办? 如果您最近的纳税申报表不能反映您的当前状况，那么您的补
助可能太低。 此外，受抚养者必须年满 17 周岁并符合其他资格，才有资格获得 500 美元的补助。 如
果您认为您的补助过低，则可以索取 2020 年税款中的剩余款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IRS.gov/newsroom/why-the-economic-impact-payment-amount-could-be-different-than-
anticipated。



某些人可以使用国税局非申报者网站登记其刺激政策支票。 例如，如果您没有收入并没有获得社会保
障、SSI、铁路退休或退伍军人福利，那么非申报者网站是您的理想选择。 如果您的收入很低，不需要报税，
也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税收抵免，则也可以使用国税局非申报者网站。 要了解有关您应该报税以获得更多资
金还是应使用非申报者网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GetMyPaymentIL.org/Tax-Help。

非税务申报者可以在 IRS.gov/coronavirus/non-filers-enter-payment-info-here 登记刺激政策支票。 在访问网站
之前，请准备以下信息。

美国国税局 非申报者网站 
您需要作哪些准备

全名  
 
出生日期

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

当前通信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或可以接收短信的手机 

是否有人可以声称您是受抚养人（是或否）

如果有的话，请提供驾照编号或州身份证号，签发日期和有效日期

今年从国税局收到的身份保护个人识别码（IP PIN）（如有）。 此 IP PIN 已从国税局以信函
的形式发送。*

如果有的话，请提供 2018 年的调整后总收入（如果未提交 2018 年的纳税申报表，则为 0 
美元）或 2018 年的纳税申报表中的 5 位数签名 PIN 码。

*只有一些人拥有 IP PIN。2020 年 5 月

获取这笔资金的方式: 

 » 银行账户和银行代号
 » 预付借记卡账户和银行代号，或
 » 接收纸质支票的通信地址（注： 您可能不得不等待 5 个月才能收到纸质支票）

可选: 您可能被要求确认过去贷款的金额，以验证您的身份。

对于您抚养的每个未满 17 岁的孩子:

姓名

社会安全号码或领养报税识别号码

与您或您配偶的关系


